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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主場戰和權健 亞冠遭淘汰
■權健強援柏圖慶祝入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昨晚，亞冠16強賽次回合比賽，廣州恒大坐
鎮主場再次迎來與天津權健的「中國打
吡」。恒大在比賽中兩度領先，但兩度迅速
被扳平。最終，恒大在主場與權健戰成 2：
2，因客場進球少，遭到淘汰。天津權健晉
級8強，創造了本隊亞冠賽的歷史。
亞冠淘汰賽階段，廣州恒大與天津權健上
新華社 演中國打吡。恒大排出 433 陣型，進攻意圖

從世界女排大
獎賽演變而來的

明顯。權健陣型為 532，防守意味濃重。開
場後，恒大壓迫式進攻，對權健防線造成壓
力。第17分鐘，鄭智與高拉特連續傳遞，阿
蘭禁區左側小角度攻門造成張鷺脫手，門前
積極包抄的高拉特將球擋入球門，恒大領
先。然而僅僅 1 分鐘之後，柏圖接韋素小範
圍高傳球，頭球破門。
下半場，恒大迅速取得領先。48 分鐘，李
學鵬發出角球，高拉特在權健多名球員當中

頭球一甩，皮球應聲入網，恒大再次領先。
4 分鐘後，王永珀的包抄進球，再次將形勢
逆轉。最後10分鐘，恒大展開瘋狂進攻，製
造多次進球機會，但均欠缺一點運氣。最
終，恒大在主場被權健逼平，遺憾結束本賽
季亞冠聯賽征程。
另外，上海上港今晚 8 時主場迎戰鹿島鹿
角，在首回合客場1：3告負的情況下，上港
已無退路（now 670 直播）。

郎平掛帥開啟世聯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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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排聯女排國
家聯賽昨在俄羅
斯、中國、美國
和巴西同時展開，其中中國女排在
寧波北侖站「首秀」中以 25：17、
25：16 及 25：11 挫多米尼加，取
得開門紅。這是郎平在東京奧運周
期首次現場掛帥女排，為世錦賽練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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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遊麗江
朱婷遊麗江
網友：高到屋簷了
女排國家聯賽昨晚揭幕，中國女排隊長朱婷獲主帥
郎平批准 10 日假期。據內地傳媒報道，孝順的朱婷
陪爸媽赴雲南旅行，享受家庭樂。
不過，抵達雲南後，由於身高太醒目，朱婷一下子
被網友認出。有網友在社交網貼出朱婷在麗江白沙古
鎮遊玩的照片，相中所見朱婷穿着外套、牛仔褲，很
悠閒。有網友留言道：「這身高到屋簷了。」
去年全運會資格賽，朱婷在雲南比賽時曾出現身體不
適，不過高原比賽和高原旅遊始終是兩回事兒，也難怪
有網友寫道：「比賽最怕去雲南，旅遊就愛去雲南，哈
哈是不是找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今年，國際排聯對於女排大獎賽
進行全面升級，將原本的大獎

賽更名為世界女排國家聯賽，而參賽
球隊擴軍到 16 隊，包括世界排名第 1
的中國、第 2 的美國，另外還有第 3
至14的塞爾維亞、巴西、俄羅斯、日
本、意大利、荷蘭、多米尼加、韓
國、阿根廷、土耳其、德國、比利
時及排名 16 的泰國和 22 的波蘭，這
是列強爭奪世界排名積分、為世錦賽
練兵的重要機會。

東道主直接晉級總決賽
按照世界女排國家聯賽賽程，分站
賽比往屆大獎賽延長至五周，中國女
排於本月 15-17 日坐鎮寧波北侖主場
迎戰多米尼加、比利時和韓國（有線
602 及 662 台每晚 7 時 30 分直播），

22-24 日移師澳門過招波蘭、泰國與
塞爾維亞，29-31 日轉戰香港交鋒阿
根廷、日本和意大利，6 月 5-7 日返回
江門對壘巴西、俄羅斯與美國，
12-14 日 遠 赴 斯 圖 加 特 與 德 國 、 荷
蘭、土耳其展開較量。
由於總決賽於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
在南京舉行，因此作為東道主的中國
女排提前晉級，而餘下五個總決賽席
位則將通過分站賽總排名確定。
考慮到中國女排沒有爭奪總決賽資
格的壓力，主帥郎平決定在分站賽中大
膽磨煉新人。她說：「新聯賽時間長，
將持續六周，我們會在這麼長的時間裡
重點提高體能，以賽代練，同時補充新
選手，在比賽中發揮水準的同時也觀察
世界女排的發展動向，以及對手球隊中
湧現的新人，我們也是抱着向世界其他

隊伍學習的心態來比賽的。」

盼媒體予新人成長空間
剛剛結束歐洲賽季的隊長朱婷無疑
是外界關注的焦點，不過郎平透露幾
天前才回國的朱婷不會參加北侖站的
比賽。「朱婷 5 月 6 號剛打完比賽，
結束一個漫長的賽季，回北侖報到，
我們給她十天左右的時間進行調整，
檢查一下健康狀況，休息一下，看望
下家人。」
對於全國排超聯賽表現搶眼的天津
新星李盈瑩，郎平表示：「我們有更
多的耐心對她進行培養，也希望媒體
給她一個寬鬆的環境，不要對她的調
抬得太高，讓她在比賽中不斷積累經
驗，逐漸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戴偉浚兩次破網 助母會掃恒大 U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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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踏
入十周年的傑志足球學校昨日舉行
一場別開生面的表演賽，由香港巴
塞足校舊生邀請隊硬撼廣州恒大
U19，結果舊生隊憑藉戴偉浚交出
兩入球一助攻下以 4：0 大勝，這位
効力英甲貝利的中場表示來季去向
未明，下月回到英國後會再作決
定。
香港巴塞足校舊生隊陣中不乏本
地球迷耳熟能詳的球員，如鄭展
龍、播磨浩謙、顏卓彬及余煒廉等
均曾在港超亮相，而在英甲浸淫一
年的戴偉浚則在今仗盡顯功架，無
論對抗性、體能及意識均高於本地
同齡球員，上半場兩記遠射更助傑

志半場領先3：0。
下半場這名年僅 18 歲的中場再交
出一記助攻予播磨浩謙射入，最終
香港巴塞足校舊生隊以4：0大勝。
不少球迷均希望戴偉浚下季回歸
香港球壇，不過他表明一切尚是未
知之數：「上季我對自己的表現滿
意，踢了 11 場有一個入球，自己的
體能及對抗性都有進步，下季的去
向目前仍未有定案，會回到英國後
才作決定。」
至於在亞運會否代表香港出戰，
戴偉浚則坦言機會不大：「8、9 月
正值球會開季，球會相信不太可能 ■戴偉浚兩射一助攻，助巴塞舊生大炒
放人，不過我仍期待有朝一日可披 恒大U19。
起港隊球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港足亞運隊集訓 備戰七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香港亞運足球代表隊已在臨時主教
練郭嘉諾的帶領下展開集訓，以備
戰本周在港會球場舉行的國際七人
足球賽，屆時這支亞運集訓隊將化
身 U20 歲以下「香港飛龍」，其中
外流球員鄭俊彥、叢振洪也應郭Sir
召喚回港參賽。
郭嘉諾透露，一批外流球員包括
剛回港客串傑志的巴塞足球學校舊

生隊英甲貝利的戴偉浚、在美國留
學踢大學聯賽的顏卓彬與陳伯熙
等，都獲亞運集訓隊召喚歸隊，參
加6月21日展開的首輪集訓。
他說：「港亞運集訓隊初選將有
約 40 人，之後決選 24 人，而初選
名單包括 3 名超齡球員。該 3 名超
齡球員會是兩名前鋒及一名中場，
他們將肩負起幫助港青小將成長的
重任。」

本周舉行的國際七人足球賽，香
港飛龍跟李斯特城、白禮頓兩支歐
洲隊同組比賽，希望寓賽於操，考
驗港小將實力，找出和歐洲青年球
員的差距。
郭嘉諾稱，備戰亞運將分兩階段
進行，包括亞運前到印尼鄰近地
區、天氣和印尼類似的地區集訓。
另外，配合球會展開季前集訓，希
望球會放出球員支持香港亞運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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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留在CBA
上賽季効力 CBA 浙
江男籃的本港球員惠
龍兒（見圖），昨通
過個人社交媒體透
露，由於和球隊的發
展規劃不同，他將離
開浙江，到其他 CBA
球隊試訓，期待能夠
繼續留在 CBA 効力。他上傳了一張身披浙江
男籃球衣的照片，同時寫道：「感謝大家一直
的支持，雖然過去幾個月受腳傷困擾，但正康
復起來，希望可以盡快為大家帶來好消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五萬人參與穗市長盃系列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州「市長盃」系列賽開幕儀式日前在天河體
育中心舉行，這是廣州重點打造的規模最大、
賽事級別最高、參與人數最多、普及率最高、
影響力最廣的大型群眾體育品牌賽事，比賽設
置了足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及棋
類 6 個比賽項目。據預計，今年料有近 5 萬人
參與，將湧現一批民間冠軍。

城市少兒足球聯賽鄭州落幕

■香港亞運集訓隊集結備戰七人賽
香港亞運集訓隊集結備戰七人賽。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首
屆中國城市少兒足球聯賽（鄭州賽區）周日落
下帷幕，來自鄭州市的 70 支代表隊近千名運
動員參加。賽事於4月13日至5月13日舉行，
分為小學男女足 7 個組別，採取周末雙循環賽
制。河南省青少年少林足球訓練基地選派 5 支
隊伍，獲得2個冠軍和3個亞軍。

